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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室内运动项目]

普通游泳池：
游泳票没涨团购也有优惠

“ 我们这里夏季游泳从6月27日

起就正式开放，第一场是中午1 2:30开

始。”虽然学校开始放假，但每年暑

期，上海体育学院室外游泳池总是学

校里最热闹的地方。

此外，上海大多数全年开放的室

内游泳池，已经陆续迎来了迫不及待

进行夏游的游泳爱好者们。东方体育

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月亮

湾的室外游泳池不对外开放了，但是

室内游泳池已经迎来了刚放暑假的

学生小客流。“ 现在来游泳的还不算

太多，等到7月上旬天气一热，客流量

估计就要’爆棚’了。”

记者了解到，今年游泳票的价格

方面，和去年相比目前变化还不大。

由于游泳馆的地段和游泳时间的不

同，一场游泳票的价格从20元—40元

不等，“ 一场” 的时间短则一个半小

时，长则两个小时。记者在不少团购

网站上还看到了近期推出的游泳票

团购项目，虹口游泳池的日场票35

元，团购价32.8元，免预约当场取票。

金仕堡、攀宇、MOB等健身中心的1 2家

门店则联合推出了游泳通票，原价

1 30元，团购价39.5元。

与此同时，年轻人在夏天总会去

的热带风暴水上乐园，记者在其官方

网站上看到，6月21 日也已经开园。不

过，记者看到其官方网站近期还发布

了一条声明称，近日多次接到游客来

电投诉网上团购热带风暴水上乐园

门票事宜，但公司从未授权任何第三

方机构团购门票，并提醒消费者谨慎

购买，谨防假票。

高档酒店会所：
环境视野一流价“ 狠”高

与室内恒温游泳池相比，露天游

泳池能够呼吸到畅快的夏日之风。为

了抢占市场，越来越多的高档酒店、

俱乐部会所也开始走出会员制制度，

在夏季向社会公众卖起了游泳票，吸

引了不少人慕名而去。相对而言，高

档酒店的泳池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但

不会出现“ 煮饺子”的场景，不少还

建在楼顶上，或者花园里，视野一流，

但是价格也高出数倍。

位于东方路上的上海国信紫金

山大酒店，从6月1 5日起已经开始对

外开放，记者询问得知，游泳池在5

楼，能看到浦东的摩天大楼群。夏季

游泳成人票1 60元，儿童一米以下免

票，一米至一米五80元，一米五以上

全票，从早上7点到晚上1 0点的这段

时间，游泳不限时。位于巨鹿路上的

四方新城俱乐部和位于水城路上的

天山河畔会所游泳池，向公众开放的

价格相对来说优惠一些，在60元—

1 00元之间。

视野最好的要属开在巴黎春天新

世界酒店的露天游泳池，位于1 5楼可

以独享美景，是目前对社会公众售票

开放的视野最高的露天游泳池，不过

价格也更高，单次票卖到250元一张。

南 京 西 路 上 的 万 豪 酒 店 ， 价 格 更

“ 狠”，从7月1 日起，入场票从350元涨

到650元，但多了饮料畅饮、小食畅吃。

那么相对普通游泳馆，这些高出数

倍的收费被用在了哪里？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好的会所泳池里的水需要达到饮

用水标准，不能用氯消毒。与此同时，服

务也是吸引消费者的特色所在。在露天

泳池旁，有的可以举办烧烤和水上派对。

游泳班培训：
接近满员价格堪比文化课

每年的游泳暑期培训班呈火爆

态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依旧

热情不减，不少游泳培训班已经处于

爆满状态，不再接受额外报名。

记者了解到，如今市面上的游泳

培训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入驻小

区游泳馆或专设的体育场馆的培训

机构，利用现有场地开展教学。另一

种则是自己开设游泳场地，由自己的

员工进行管理以及课程教授的游泳

俱乐部。在走访过程中，各家游泳培

训班都向记者着重推荐一对一教学

方式。位于罗秀路上的一家健身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腾出时间和

空间，今年的游泳培训班索性直接取

消了小班，专营“ 一对一”。家长对于

这种方式也更为偏爱，家长赵先生坦

言，对于孩子来说，一对一教学时注

意力会更集中，效果会更好。

不过，记者发现，比起学期内开设

在双休日的培训班，暑期培训班的价

格并没有因为报名人数增加而大幅度

上涨。目前市面上一对一课程的价格

不一，相对正规的培训机构，每小时

1 00元的价格较为普遍，学游泳的价

格直逼一对一的文化课家教或是精品

课外辅导班。记者在沈坚强游泳俱乐

部的官方网站上看到，8课时的一对一

教学报价在1 300—1 500元，平均1 40

元一小时。不过所学课时越长，越会有

一些相应的价格优惠。欣沁健身休闲

中心1 0课时为1 000元，20课时则优惠

为1 800元，30课时为2700元，适合需

要长期训练的少儿参加报名。

夏季去哪“ 瘦身”？
本报今推沪上运动攻略

源深体育发展中心-羽毛球馆
地址：浦东新区张杨路1 458号

电话：58601 290 58602330

价格：

周一至周五：

07:00-1 2:00 25元/时

1 2:00-1 7:00 35元/时

1 7:00-22:00 45元/时

双休日及国定节假日

07:00-1 7:00 40元/时

1 7:00-22:0045元/时

会员卡430元! 1 0时 1 250元!
30时

名人苑羽毛球馆
地址：浦东新区张杨路2988号

(近居家桥路)

电话：58852988

价格：

1 0:00-1 3:00：平时25元/小时，周

末40元/小时；

1 3:00-1 7:00：平时35元/小时，周

末45元/小时

1 7:00-23:00：平时45元/小时，周

末45元/小时

上海市羽毛球训练中心
地址：静安区南京西路595弄4号

电话：62531 01 6

价格：

周一至周四 6:00-20:30 25元/

小时

周一至周日20:30-22:00 40元/

一个半小时

周五 6:00-1 8:30 25元/小时；

1 8:30~ 22:00 30元/小时

节假日 6:00-22:00 30元/小时

在夏天，一边健身一边还不用流汗的运动，非游泳莫属了。暑期一
到，沪上各家游泳馆陆续开放，迎来了夏季客流小高峰，连游泳班培训名
额也是供不应求。不少瞅准商机的高档酒店和会所，也走出会员制，开始
零售起了游泳票。记者还为选取了部分适合夏天主题的运动场馆信息，
为喜欢享受一边运动一边流汗感觉的市民们提供一些参考。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羽毛球

虹口恒毅室内攀岩馆
地址：东江湾路444号（ 虹口足

球场）21 号看台上层

电话：56966657

价格：60元/人（ 周末及节假日70

元/人）

上海岩舞空间
地址：花园路1 28号1 05室

电话：36368028

价格：

平日60元/人（ 1 3:00-22:00）

周末70元/人（ 1 0:00-22:00）

魔岩攀岩馆
地址：黄浦区山东中路31 1 号

（ 近九江路）3楼

电话：61 552578

价格：90元/人

滑冰

冠军溜冰场
地址：黄浦区南京西路2-68号新

世界城6楼(近西藏中路)

电话：63596692

地址：杨浦区淞沪路8号百联又

一城7楼(近翔殷路)

电话：65483358

消费：60元（ 可以选购5元保险）

大众点评团购价35元

世纪星滑冰俱乐部
地址：世博大道1 200号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B1 楼

电话：20255832

消费说明：70元/2小时

飞扬冰上运动中心
地址：浦东新区云莲路201 号

交通：7号线云台路

价格：60元/1 50分钟（ 点评团购

28元平日）

壁球

东亚壁球馆
地址：中山南二路1 500号东亚体

育宾馆

电话：64385200-2552

价格：55-70元/小时

球拍租赁1 0元/小时

虹口足球场壁球馆
地址：东江湾路444号虹口足球

场21 号看台5楼

电话：55600265

价格：

9:00-1 2：00 30元/小时

1 2:00-1 8:00 40元/小时

1 8:00-22:00 50元/小时

球拍租赁6元/小时

上海国际网球中心壁球馆
地址：徐汇区衡山路51 6号（ 近

宛平路）

电话：641 55588

价格：200元/小时

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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